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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云上订货



云上订货系统简介

　　云上订货是⼀一个企业B2B渠道订货SaaS，可以帮助

企业快速搭建B2B渠道订货平台，解决企业和下游客户之

间的连接问题。


　　您只需要在云上订货上注册⼀一个企业账号，上传您的

商品和客户资料料，完成基本的设置，即可快速搭建⼀一个

B2B订货商城，客户可以在这个商城上直接下单订货，以

客户订单驱动企业内部的业务流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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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上订货能为企业带来的改变

告别⼿手写订单

客户随时随地⾃自助下单

渠道订货业务更更⾼高效

降低企业运营成本

新品、促销等营销活动

简单、快速地展开



系统构成

管理理端 订货端

企业（供货⽅方）使⽤用 
仅员⼯工账号可进⼊入

经销商（订货⽅方）使⽤用 
仅客户账号可进⼊入

• 云上订货系统由管理理端和订货端两部分组成



员⼯工如何登录

员⼯工账号只能登陆管理理端

• 在云上订货官⽹网 www.ysdinghuo.com 右上⻆角点击【登录】按钮 

• 在浏览器器中收藏登录链接：https://account.ysdinghuo.com/login  请收藏⽹网址

• 在各⼤大应⽤用市场搜索“云上订货”APP，直接登录

http://www.ysdinghuo.com
https://account.ysdinghuo.com/login
https://account.ysdinghuo.com/login


将订货商城放置在
微信公众号菜单中

客户如何登录

客户账号只能登陆订货端

• 在云上订货官⽹网右上⻆角点击【登录】按钮 

• ⽤用企业商城唯⼀一的登录⽹网址登录 

• 将商城放置在微信公众号，客户可以直接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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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企业信息设置

建议输⼊入企业简称

建议上传⽩白底LOGO
尺⼨寸：200*50 px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企业信息】

• 设置商城名称，上传企业LOGO



• 根据企业实际业务需求进⾏行行设置，⽐比如⾯面粉需要按1.5公⽄斤销售，可设置数

量量精度为“⼀一位⼩小数。 

• “商品数量量精度”会影响到订货端的商品数量量加购限制 

• “商品价格精度”会影响到订货端商品价格显示形式。

2、商品精度设置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商品设置】-【精度设置】



3、仓库设置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仓库设置】

• 可新增多个仓库



4、财务设置
系统的收款⽅方式有3种：

• 线上⽀支付：⽀支付宝/微信⽀支付（必须为企业账户，需由企业⾃自⼰己申请）

• 线下⽀支付：不不限收款银⾏行行账号类型，仅添加收款凭证，可由业务员添加、也

可由客户添加，在微信和电脑均可操作

• 预存款⽀支付：系统内提供的虚拟账户，可以充值或退款后的钱可⽤用于⽀支付



① 设置线下⽀支付收款账号

4、财务设置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财务设置】-【资⾦金金账户】



② 设置线上⽀支付收款账号（可不不设）

4、财务设置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财务设置】-【线上⽀支付】

• 需要先申请企业⽀支付宝/微信账户，私⼈人账户不不可对接 

• 客户付款时直接跳转⽀支付宝/微信⽀支付，钱直接到达企业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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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新增商品分类

操作路路径：【商品】-【商品分类】

• 系统内最多⽀支持3级分类，商品分类会影响订货端客户对商品的筛选 

• 若商品数量量较多，可先优化整理理商品分类，再进⾏行行导⼊入



2、新增单个商品

操作路路径：【商品】-【商品列列表】-【新增】

• 不不同⾏行行业有不不同的商品特性，请先上传2~3款商品，并确认显示效果



2、新增单个商品
多单位在订货端的展示效果• 多单位：适⽤用于⻝⾷食品烟酒⾏行行业（⽀支持2个辅助单位）



2、新增单个商品
组合规格在订货端的展示效果• 组合规格：适⽤用于服装⾏行行业、3C电⼦子产品⾏行行业等



3、批量量导⼊入商品

操作路路径：【商品】-【商品列列表】-【导⼊入】

• 仔细阅读导⼊入模板说明，按照企业商品特性和需求批量量导⼊入商品。 

• 商品批量量导⼊入后⽆无法批量量修改商品信息。



4、商品库存导⼊入

① 新增⼊入库单

操作路路径：【仓库】-【商品⼊入库】

• 适⽤用于少了了商品的⼊入库



4、商品库存导⼊入

② 库存盘点

操作路路径：【仓库】-【库存盘点】

• 通过表格批量量导⼊入商品库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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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新增客户类型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客户设置】

• 客户类型数量量不不限 

• 每个类型可设置对应的等级折扣，⾃自动应⽤用到客户等级价（可进⼀一步设置

客户指定等级价） 

• 折扣⽀支持加点设置（如105%）



2、新增客户归属区域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客户设置】

• 归属区域仅可设置2级 

• 归属区域可⽤用于设置数据权限



3、新增单个客户
• 请先上传2~3个客户，了了解客户管理理相关功能 

• 每个客户（企业）只有1个联系⼈人，每个客户可设置唯⼀一的所属员⼯工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客户设置】-【新增】



4、批量量导⼊入客户
通过批量量导⼊入表格，可同时为客户新增订货端账号和初始密码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客户设置】-【导⼊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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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销售设置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销售设置】

• 设置“出库发货限制”和“库存限制”后不不建议再次修改，否则会影响业务的正常进⾏行行，

导致系统数据混乱



2、商城设置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商城设置】



3、商城装修

• 设置【⾸首⻚页商品】

操作路路径：【商城】-【⾸首⻚页商品】，【商城】-【⾸首焦⼴广告】

① 基础版仅⽀支持普通转型

• 设置【⾸首焦⼴广告】



3、商城装修

• 设置商城主题颜⾊色

操作路路径：【应⽤用】-【商城主题】

② 标准版⽀支持商城⾃自定义装修



3、商城装修

• 设置商城⾃自定义装修

操作路路径：【应⽤用】-【商城装修】

② 标准版⽀支持商城⾃自定义装修



4、员⼯工账号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员⼯工账号】-【新增】

• 设置员⼯工姓名，添加员⼯工初始登录账号和初始密码 

• 设置员⼯工数据权限和账号权限



5、⻆角⾊色权限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权限设置】-【新增】/【复制】

• 系统内置6个⻆角⾊色权限，不不可删除，避免误操作 

• 可⾃自主新增⻆角⾊色权限，权限可⾃自主设置，灵活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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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配置订货单流程

新增订单【保存】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提交” 

客户或业务【提交订单】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订单审核”，客户⾃自主下单，订单直接变为待审核状态 

订单审核员【订单审核】通过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财务审核” 

财务审核员【财务审核】通过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出库” 

仓库管理理员【出库审核】通过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发货” 

发货审核员【发货确认】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收货” 

客户进⾏行行【收货确认】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已完成”，此订货单所有环节完成。 

财务流程与订单流程是互相独⽴立的，订单提交后的任何⼀一个流程及状态中均可【添加收款】

状态变更更后会变蓝① 订货单流程



1、配置订货单流程

① 订货单流程

可编辑订单

状态变更更后会变蓝

【设置】-【流程设置】可关闭或开启对应的环节，设置灵活

可强制完成订单

不不可继续出库

可核准订单
可将订单驳回⾄至“已提交”状态



1、处理理订货业务

② 常⻅见订货流程设置

情况1：公司业务流程完善，规模⼤大，启⽤用全部流程

情况2：公司规模⼩小，尽量量简化流程，启⽤用最简流程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流程设置】-【订货单设置】



1、处理理订货业务

② 常⻅见订货流程设置

情况3：适⽤用于⻔门店经营，简化流程

情况4：每⽇日汇总⼤大量量订单以便便于安排⽣生产，收款定期批量量操作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流程设置】-【订货单设置】



2、配置退货单流程

业务新增退单【保存】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提交” 

客户或业务【提交退单】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退货审核” 

订单审核员【退货审核】通过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财务审核” 

财务审核员【财务审核】通过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待⼊入库” 

仓客管理理员【⼊入库审核】通过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已⼊入库” 

财务管理理员【确认退款】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已退款” 

【⼊入库】和【退款】都通过后，订单状态为“已完成”

状态变更更后会变蓝
① 退货单流程



2、配置退货单流程

② 配置退货单流程

操作路路径：【设置】-【流程设置】-【退货单设置】



常⻅见问题 解答

如何设置微信商城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20.html 

业务员如何代客下单？ https://img.ysdinghuo.com/daikexiadan.pdf 

订货客户付款⽅方式有哪些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721.html 

如何设置员⼯工权限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81.html 

如何将客户和业务员绑定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19.html 

如何设置⼀一客⼀一价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38.html 

设置客户结款周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40.html 

如何关闭客户订货账号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75.html 

商品标签如何使⽤用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63.html 

如何设置财务资⾦金金账户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7-192.html 

如何设置线上⽀支付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79.html 

可⽤用库存和系统库存的区别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82.html 

设置促销/营销管理理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21.html 

私⼈人⽀支付宝/微信转账，如何添加收款？ 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7-193.html 
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20.html
https://img.ysdinghuo.com/daikexiadan.pdf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721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81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19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38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40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75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63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7-192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79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82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4-121.html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/27-193.html


更更多问题请查看云上订货帮助中⼼心

www.ysdinghuo.com/help.html

https://www.ysdinghuo.com/help.html


服务热线： 服务顾问：

微信添加好友

服务时间：⼯工作⽇日9:00~19:00

0755 - 2665 9381


